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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当代青年最宝贵的品质
很多名字都有浓郁的时代特征，比如“国庆”，这位

今年才20岁的青年国庆， 显然有着同龄人少有的名字，
也让他的故事更加特别。对于90后而言，出生时物质生
活已经变得富足，一出生便是沐浴着爱长大，但是瞿国
庆不愿把父母创造的物质基础当成起点， 而是选择到
军营磨砺自己。在他身上，折射的是当代青年最宝贵的
品质：奋斗与奉献。在军营里擦出的火花，将是他人生
路上最闪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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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众兴社
区， 有一个风景秀美的千龙湖，灌
溉着周边大片的田野。9月6日，湖
边的田野一片深绿， 偶有微风吹
过，树叶、禾苗便随风摆动。随风摆
动的，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在万绿丛
中十分引人注目。 旗杆竖立在一栋
三层民房的楼顶， 这是村民姚志高
的家，他在家中升旗已经21年。

“我出生在1949年，与新中国
同龄， 今年也是70岁啦！” 姚爹爹
说，自己出生后亲历了新中国的快
速发展，曾经的贫穷匮乏，到现在的
富裕丰足， 特别珍惜眼下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21年前，他在家建起一
个升旗台， 组织家人一起举行升旗
仪式，表达自己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家中升国旗
也要有唱国歌的庄严

升旗台在三层楼房的顶楼，姚
志高和老伴肖娭毑轻松便爬了上
去，偌大的平台，全部安装了围栏，
还有一个不锈钢特制的旗杆。

姚志高拿出国旗，肖娭毑在旁
边打下手，两人用杆子穿好国旗，然
后系在升旗杆上。开始升旗了，肖娭
毑拉着国旗一角， 姚志高则缓缓拉
动绳子，国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

“起来……” 伴着旗杆滑轮滚
动的声音， 两位老人开始唱国歌，
一直到国旗升到最高处。“现在孩
子们都在长沙市内， 要是回来了，
一家人都会来参加升国旗唱国歌，
更加庄严。”姚志高说。

“你看 ， 那边房子还有一根
旗杆，是我最开始安的。”姚志高
指着另外一间房顶的旗杆告诉记
者， 因为都觉得老人小孩上下不太
安全，于是在这边的顶楼重新安装
了一根旗杆。

如今，这栋老房子的平台很热
闹，除了经常升旗，孩子们也会上
来玩，肖娭毑还种了花，养起一大
片多肉植物。

21年前升的第一面旗
如今仍然珍藏

“以前我开拖拉机，后来开货
车，还搞过建筑，国家的政策在不断
变好， 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姚
志高坦言， 自己亲历了新中国的快
速发展，从以前的贫穷匮乏，到现在
的富裕丰足，发展的过程虽然艰难，
但一直在稳步向前。

“也许因为是‘同年’， 我对祖
国，有着特别深刻的感情。”1998年的
一天，他带着孙子看天安门的升旗仪
式，孩子被现场的气氛感染，抬头问
爷爷：“我们家为什么不升国旗？”

姚志高突然受到了触动，是啊，
在家也可以升国旗。“国旗是先烈们
用鲜血换来的， 代表我们国家的形
象。”姚志高马上行动，号召家人帮
忙，在顶楼建起了一个升旗台。他还
吩咐在长沙工作的孩子， 去买了一
面比较大的国旗， 并带着妻儿一起
回来参加首个升旗仪式。

从此，姚家的屋顶，每天都飘扬
着一面国旗，21年来都在。“儿子现
在买国旗，都是一次买10面，因为
一年需要换好几次（国旗）。”姚志高
表示， 夏天的日晒让国旗颜色容易
褪变，冬天的风雪让国旗容易毛边，
他会及时进行更换， 保证屋顶国旗
的鲜艳。对于换下来的国旗，他折叠
起来，保存在一个箱子里。如今，21
年前第一面升起的国旗， 他都好好
地收着。

“我想当一个国旗宣传员。” 除
了自己在家升旗， 姚志高还号召身
边的人一起参与。2009年新中国成
立60周年时， 他买了700多面国旗
分发给村民， 让大家一起在家中升
旗。“我走遍了整个村， 看到每家每
户升起的国旗， 心里特别激动。”姚
志高表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姚志
高表示，自己每天都在祝愿，希望祖
国越来越强大。 ■记者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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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 湘西位
于湖南西北边陲， 是一个风
景秀丽却古老神秘的地方。
我从来没想过会以当兵的形
式来到这里。从杭州到吉首，
1300公里。 我坐了22个小时
的绿皮火车到怀化，再转1个
小时汽车到吉首， 漫长的旅
程伴随着忐忑的心情， 让我
记忆犹新。但让我惊喜的是，
山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想象
的苦。 军营里衣食住行都有安
排还有无线网络， 湘菜的辣味
我也十分喜欢。

在部队的作息时间非
常严格 ， 平时是训练和执
勤， 节假日可以到街上逛
逛。在吉首，我发现中心商

场与杭州别无二致，杭州有
的这里都有。 而郊区的景
色，更让我着迷。土家吊脚
楼古色古香 ， 当地群众淳
朴憨厚，我觉得湘西旅游的
发展后劲十足。在高中同学
群里，我已然成了湖南“推广
大使”，在大家讨论自己所在
城市时， 我总忍不住夸赞湘
西，同学们都说有机会要来
“打卡”。

今年春节没能回家，我
给爷爷买了一件军大衣，给
奶奶买了外套， 给妈妈买的
是鞋子，给爸爸的是打火机，
我还精心挑选了一些湘西腊
肉。 快递很方便3天就到了，
家里人收到礼物非常开心。

不后悔来湘西，“军绿”是青春底色
90后瞿国庆：到军营来磨炼自己，当祖国需要时，一定会勇敢站出来

【今日人物】
瞿国庆，1999年10月1

日出生，浙江杭州人。2018
年高中毕业参军入伍，目
前是武警湖南总队湘西
支队吉首中队战士。

家人说，我比预产期
提前一周出生，当天到处
都洋溢着国庆节的喜庆，
家里人一致同意让我叫
“国庆”。懂事后我也为与
新中国同一天生日感到
庆幸。我跟朋友说，与国
同庆，注定不平凡。

我们家条件还可以，
算得上小康之家吧，我没
有跟着爸爸去做生意，19
岁，踏进军营。我把穿上
军装的照片发给家人和
朋友，得到的是肯定和赞
许，而从此我心里也有了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军营
的绿是我青春的底色，在
部队我学会珍惜荣誉，学
会担当职责，学会冲锋陷
阵保家卫国。在挫折历练
中渐渐成熟的我，生命的
色彩变得丰富。现在我更
明白，自己所有的付出皆
有意义，穿上的是军装也
是荣光。

来部队， 一方面是觉得
“国庆” 这个名字赋予我更为
强烈的报效国家的动力，也
想磨砺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另一方面也是完成父亲的心
愿， 他年轻时候因为视力原
因没能成为军人， 我实现了
他的梦想。

刚到新兵连， 我轻装跑
3公里需要十七八分钟，这
对于高中时跑一两公里都
头大的我已经是极限。经过
一年的训练，现在负重10公
里已经可以跑进50分钟，各
项体能训练成绩都在稳步
提升。爸爸跟我视频，说我

变得更结实了。学习上我也
不落下，目前已经是入党积
极分子，这是我憧憬的部队
生活。

就快到我的生日了，明
年这个时候， 如果不能考上
军校或转士官， 这将是我在
军营的最后一个生日。 但是
我从不后悔来这里， 在这里
我意志得到磨砺， 身体得到
锻炼， 家国情怀也更加浓烈，
在这里历练出的品质我会一
生珍藏。 当祖国需要我的时
候，无论我在哪里，一定会勇
敢地站出来， 用尽全力向祖
国诉说自己的忠诚。

爱上湘西，已然成了湖南“推广大使”

磨砺自己，在军营家国情怀也更浓烈

■记者 石芳宇 整理

在自家楼顶建旗台
7旬老人21年升国旗唱国歌
动因：孙子看天安门升旗仪式时问“我们家为什
么不升国旗？ ”

瞿国庆说，来到部队，一是为磨砺自己，闯出一番天地，二是为
完成父亲当初想成为军人的心愿。

“在这里我意志得到磨砺，身体
得到锻炼， 家国情怀也更加浓烈”。
图为瞿国庆在部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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